
Date of Sermon: 2022年 五⽉29⽇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22) - 你餵養我的⽺ (三)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 
約翰福⾳21:17,18節 :「17a(耶穌)第三次對他說 :『約翰的兒⼦⻄⾨ ,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
麼?』...17c耶穌說:『你餵養我的⽺。18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你年少的時候, ⾃⼰束上帶⼦, 隨
意往來, 但年老的時候, 你要伸出⼿來, 別⼈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

⼼竅習練得通達
希伯來書說:「凡只能喫奶的, 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 因為他是嬰孩, 惟獨長⼤成⼈的纔能喫乾
糧, 他們的⼼竅習練得通達, 就能分辨好⽍了。」(來5:13,14) “習練得通達”是⼀句翻譯得非常
美的詞語, 這詞適⽤於各⾏各業, 每個⼈都需要在⾃⼰的專職專業上習練, 且習練到通達的地步, 
⾏⾏出狀元。我們不要以為靠AI⼈⼯智能, 建造強⼤的電腦, 利⽤⾼超的運算程式就可以造出
⾼上檔次的東⻄; 事實上, ⼀個完美的成品還須靠習練得通達的師傅調教⽅成。

希伯來書作者寫的是“⼼竅”習練得通達, 這就與世上技能型的習練完全不同。基督徒要在⼼竅
上習練得通達, 就當喜愛上帝的律法, 晝夜思想(詩1:2); 把⼀切關乎耶穌的事存在⼼裏, 反復思
想(路2:19); 思念上⾯的事, 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裡(⻄3:2,16)。⼼竅的英⽂字是
senses, 即有良好的判斷能⼒的意思, 故我們必須在各樣知性與感官上習練得通達, 作者說這樣
的⼈才有能⼒分辨好⽍, 既能分辨好(good), 即良善的道理, 也能分辨⽍(evil), 即⿁魔的道理(提
前4:1)。⼼竅習練得通達的⼈知道喫好東⻄, 且知道喫對的東⻄, 卻也知道不喫對⾃⼰⽣命發展
不好的東⻄。“習練(exercise)”表⽰不間斷, 專注, 不通達則不罷休, “通達”表⽰⼀眼就可以識別
好⽍, 並定睛在主⾝上, ⽬不轉移。

詩篇123:2節說:「看哪! 僕⼈的眼睛怎樣望主⼈的⼿, 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的⼿, 我們的眼睛
也照樣望主我們的上帝, 直到祂憐憫我們。」這是上⾏之詩的歌詞, 是散佈在各地各⽅的以⾊
列⼈, 於節期時到耶路撒冷聖殿清唱的詩曲, 路途若遇不平坦的道路可彼此互助。教會的同⼼
也在此, 每個⼈的⼼竅都當習練得通達,「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體, 直等到我們眾⼈在真道上
同歸於⼀, 認識上帝的兒⼦, 得以長⼤成⼈, 滿有基督長成的⾝量, 使我們不再作⼩孩⼦, 中了⼈
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 被⼀切異教之風搖動, 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端。」(弗4:12b-14)

第17節c
耶穌說:「你餵養我的⽺。」

上週我們思想耶穌之「你餵養我的⽺」的指令, 就餵養之⼈, 餵養之道, 餵養的處所, 以及無差
別餵養等四⽅⾯講解之。餵養之⼈必須同時餵養有關於主的死與他復活的榮耀, 餵養之道就是
⼝傳與筆傳併⾏, 餵養的處所就是實體教會, 無差別的餵養就是無論甚麼⼈都不可看作俗⽽不
潔淨, 均須聽得基督的死與復活。主這指令賜給了⾝為雛形教會之⾸的彼得, 當然也賜給爾後
所有教會的主事者, 主任牧師。餵養的責任⾄關重⼤, 關係著主耶穌, 他⾃⼰, 以及主的⽺是否
共同活在上帝的家中, 使受餵養者長成基督⾝量, 得著全然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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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學知識的⼈不等於是餵養者
主的⽺不都是主的⽺, 若是這樣, 就沒有餵養者; 主的⽺也不都是餵養者, 若是這樣, 就沒有主的
⽺。餵養者必是主的⽺中的某⼀部份⼈, 蒙主的揀選⽽成為餵養者, 這些⼈具有耶穌錨定的基
礎條件, 主的智慧所揀選的⼈必成為合他⼼意的餵養者。

我們的直覺認為合格餵養者的基礎條件是要有豐富的神學知識, 不讀神學, 難傳道, ⾔語羞澀。
由於神學的浩瀚, 基督徒得獲神學知識就當進入神學院, 或參加各樣訓練課程, 或讀書⾃學等, 
這是成為餵養者必經的路程; 不讀書, 知識不長。但問題來了, 是不是所有具備⼀定程度神學知
識的⼈, 就⾃動地成為主耶穌所要的餵養者? 這在⼆⼗⼀世紀的今⽇是個實際之問, 因為今⽇神
學課材的取得比以往更加便利容易。再者, 神學與其他學問不同, ⼈有了世上學問, 陳述時⼼總
存忌憚, 深怕所⾔沒有深度, 但讀過神學的⼈即便認識不深, 也是急呼呼地與⼈分享他所知的。
今⽇每個知識份⼦都敢帶領查經就是⼀個明證, 說錯了也不在乎。

若我們單就“你餵養我的⽺”這麼⼀句話⽽思, 所得的結論是, 可提供聖經知識教義的⼈即可⾏餵
養之責。然, 有教會經驗且思想敏銳的⼈立⾺看出其中盲點。經驗是看到許多講台上的知識份
⼦只願餵, 不願養; 思想敏銳的是, 倘若有如使徒般深刻認識主的⼈在聚會現場, 分享者還敢肆
無忌憚地暢所欲⾔嗎? 同性質之問, 倘若使徒或先知坐在台下, 今⽇的牧師還敢講所準備的講章
嗎? 這樣看來, 有聖經知識和神學認識的⼈或可教授聖經, 但並不因此可以成為耶穌這指令中⾏
餵養的那⼀位。

耶穌定⾝為餵養者的基礎條件
誰是蒙主揀選⽽可餵養他的⽺的⼈, 不是牧師團說的算, 不是公會說的算, 不是會眾說的算, 主
耶穌於此已定下他揀選的原則, 這原則就是在耶穌對彼得的三問,「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主
說的“這些”就是指他⼿上的釘痕, 這七⼈皆當場親⾒之,「主為我們捨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
愛」(約⼀4:16a)。因此, 受這釘痕之愛的洗禮的⼈, 也就是得著天上⽽來的愛的⼈, 主耶穌才將
餵養他的⽺的責任交付給他(她)。

為什麼讀了神學, 有了學位的基督徒不⼀定成為耶穌標準下的餵養者? 因為基督徒有了神學知
識⽽可應付講道之責, 但他(她)可取神學千百論述, 卻忽略了基督的死。今⽇許多基督徒在神學
意⾒上的爭論偏了主軸, 從來不問該立場是否可引⼈認識基督的死與復活, 在美基督徒尤為明
顯。然, 有主耶穌釘痕之愛的餵養者知道他所餵養的對象是主⽤他的⾎所買贖的⽺, 故他必須
從主的穀倉裡拿出主⽣命的糧來餵養主的⽺, 使他們能喫得主的⾁, 喝到主的⾎, 好在主⾯前永
遠活著。今⽇基督徒被召可讀神學的⼈多, 然教會千萬篇講章中細述基督釘痕的道寥寥無幾。

耶穌之問與下的指令在同⼀脈絡上
我需再次強調, 耶穌這問與他的餵養指令是在⼀個脈絡上, 兩者不可分, 主在這脈絡上的啟⽰是
清晰的, 這等清晰會⼀直延續到主接下來對彼得的將來的預⾔。若有⼈將“這些”作他解, 如旁邊
的⼈, 153條⼤⿂, 世上的財富等等, 思路脈絡便分岔不⼀, 啟⽰頓時模糊, 餵養者的標準即失了
原則。譬如說, 若有⼈解釋主說的這些是指其他在場的⾨徒, 那⼈⾏傳道餵養時必產⽣差別待
遇, 不悅於那些他不悅的⼈, 以致不願向其傳道; 若這些指的是世上的財富, 那⼈⾏傳道餵養時, 
必否定世上財富的價值, 要聽者過⼀個粗茶淡飯, 穿布衣, 履布鞋的⽣活。

在此, 順便提⼀事。我⾒今⽇有些傳道⼈太看重希臘⽂解經, 以致掩蓋了聖經原本那景象⽂字
的特⾊(picture words)。我們中國字詞對於意境的描述有獨到之處, 我們這⽂化本性本應更容
易看得懂聖經, 但受了上述因素影響, 卻逆道⽽⾏。解釋耶穌所說的“這些”就是最好的例⼦, 老
是在希臘字上⾯打轉, 不去看第13節「耶穌就來拿餅和⿂給他們」⼀詞所⽣的景象, 每個⾨徒
皆看到耶穌送餅和⿂的⼿, 那上⾯明顯的釘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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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再強調⼀遍, 因餵養主的⽺⼀事的無比重要, 主便說了三遍, 誤解此問者沒有任何理由辯
解其誤。主的⽺亦須有分辨的智慧, 在可餵養主之⽣命的糧的餵養者下受餵養, 亦有權利要求
服事他們的餵養者給予⽣命的糧。

教會輩分
⾔於此, 我要提教會與社會的另⼀不同點, 就是輩份。社會各⾏各業皆講求輩份, 但在教會裏輩
份依有, 但若有少年⼈⼤膽傳揚基督的死與復活, 甚於長年讀神學的年長者, 教會輩份就不應當
成為阻擋這少年⼈傳道的理由。約翰寫信給這樣的少年⼈, 說:「少年⼈哪! 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
你們勝了那惡者。 ...少年⼈哪! 我曾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剛強, 上帝的道常存在你們⼼裏, 你
們也勝了那惡者。」(約⼀2:13b,14b) 這些少年⼈豈不是⾝上帶著帶著耶穌的印記才能勝了那
惡者(加6:17b)? 

約翰問,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 不是那信耶穌是上帝兒⼦的麼? 「這藉著⽔和⾎⽽來的, 就是耶穌
基督, 不是單⽤⽔, 乃是⽤⽔⼜⽤⾎, 並且有聖靈作⾒證, 因為聖靈就是真理。」(約⼀5:6,7) 所
謂“藉著⽔和⾎⽽來的, 不是單⽤⽔, 乃是⽤⽔⼜⽤⾎”的意思是胎兒從⺟腹分娩的景象, 以⽣動
的畫⾯講述道成了⾁⾝, ⽽唯有⾁⾝的基督才可以死。

耶穌之例
打破輩份觀念必然是那在後⽽起的⼈要在前, 在前興起的⼈要在後。耶穌⾃⼰就是這樣的⼈: 
耶穌初傳道時, 拿但業便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麼?」(約1:46) 耶穌傳道時, 法利賽⼈以歷
史為證, 說, 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約7:52), 然到了受難週時, 耶穌既進了耶路撒冷, 合城都驚動
了, 說, 這是誰?, 眾⼈說,「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穌」(太21:10,11)。拿撒勒⼈耶穌完全推
翻了猶太既有的知識教授系統。

保羅之例
保羅的興起也是在後的在前的實例, 他在彼得後才興起, 然彼得說:「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 照
著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 他⼀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 信中有些難明⽩的, 那無學問, 
不堅固的⼈強解, 如強解別的經書⼀樣, 就⾃取沉淪。」(彼後3:15b,16) 保羅⿎勵提摩太「不可
叫⼈⼩看你年輕, 總要在⾔語、⾏為、愛⼼、信⼼、清潔上, 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4:12) 

教會為榮耀基督故, 就不應當囿於輩份, 阻⽌可傳基督⼗架的少年⼈上台餵養會眾; 教會要意識
到, 當主耶穌興起⼀個年輕⼈肩挑那時代的重任, 就不得以輩份為由打壓他。話雖說如此, 今⽇
教會牧師絕對不允許講道比他精闢, 認識基督⼗架比他精深的⼈站上講台, 甚⾄會打壓這樣的
年輕⼈。年輕基督徒受打壓時不⽤埋怨, 反當視之為熬煉⾃⼰屬靈⽣命的過程。

第18節
餵養者必全然接受主的話
餵養者有了耶穌釘痕之愛, 除了領受耶穌之「你餵養我的⽺」的指令, 也當領受耶穌接下來對
彼得的預⾔。耶穌第三次問答且下指⽰之後就不再發問, ⽽是對彼得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
你, 你年少的時候, ⾃⼰束上帶⼦, 隨意往來, 但年老的時候, 你要伸出⼿來, 別⼈要把你束上, 帶
你到不願意去的地⽅。」若教會領袖沒有主的釘痕之愛, 他將難以承受這樣的預⾔, 因為這預
⾔必按主的喜悅發⽣在教會領袖⾝上。我再說, 從“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到“你餵養我的⽺”, 
再到年少年老的境遇, 這是⼀脈相承的⽣命教訓。若走錯第⼀步, 解釋偏了, 爾後第⼆步與第三
步必然搖擺不定, 且失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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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耶穌對彼得下達“你餵養我的⽺”的指令之後, 續說他將來服事的光景, 耶穌以“我實實在在的告
訴你”作為這指⽰的起頭。約翰在他寫的福⾳書記耶穌“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有24句, 每⼀次皆
可為⼀篇或數篇講章, ⽽這24句中其中兩句是針對彼得說的; 對彼得個⼈來說, 耶穌這兩次說的
這句話令他永⽣難忘。

耶穌為什麼要在這裏對彼得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因為耶穌要彼得回想起上次對他說這話
時是怎樣的情況。上回的事是這樣的。彼得聽到耶穌說:「你們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你們不
能到。」彼得於是問耶穌:「主往那裏去?」耶穌回答說:「我所去的地⽅, 你現在不能跟我去, 
後來卻要跟我去。」彼得說:「主阿! 我為甚麼現在不能跟你去? 我願意為你捨命。」這時, 耶
穌說:「你願意為我捨命麼?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雞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認我。」(參約13:33, 
36-38) 我們看到, 耶穌受審上⼗字架的那⽇, 施晨的公雞未鳴, 彼得已三次不認主, 耶穌對彼得
說的話確實應驗了。這樣, 耶穌上回說的話已然應驗, 耶穌這回再以“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曉知
彼得, 他現在對彼得說的話也必應驗; 耶穌要彼得注意他將要對他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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